
主 日 崇 拜
2018 年 5 月 6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 家 事 分 享 

1. 感谢 Dr. Kenzo 证道，Dr.Kenzo 是加拿大宣道会圣罗伦区的现
任区监督，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他的服侍道路。

2. 欢迎首次来本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，愿父神赐福与您及您的家
人，并请填写『来宾卡』，以便保持联络。

3. 2018 年教会主题: 装备信徒、建立小组、活出盼望。事工重点 -
建立；请好好建立自己 (一年读一遍圣经)、家庭、小组、教会。
为各牧养小组 2018 年目标代祷：组员至少每年参加一次祷告会
和一次访宣，在组内至少带领一位慕道友信主。

4. 请积极参加教会每周四晚 7:30PM 的守望祷告会，代祷事项请参

阅【守望祷告周报】。

5. 5 月 10 日周四晚 6:30pm 舉行洪予健牧师培灵布道守望祷告会。

6. 为方牧师七月份开始在魁北克宣道会荣光堂的服侍代祷，欢迎
大家来参加 7 月 7日魁北克宣道会荣光堂的开堂崇拜。

7. 为方牧师 5月 13 日在恩福堂分享魁北克荣光堂植堂需要代祷。

8. 为 6月 30 日之后，成辉营顾问牧师会更多地参与本堂未来的聘
牧，提名新的长老和未来的长执会代祷。

9.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，5 月 5 日有 7 人出席，有兩位青
少年，下一次 5 月 19 日 5 - 6:30pm 在教堂举行，请代祷。

10. 洪予健牧师 2018-5-10 至 2018-5-13 蒙特利尔培灵布道会，恩
雨堂有 46 位弟兄姐妹报名参与服事，已邀请了 56 位慕道友参
加。感谢主，隔壁学校已同意我们租用场地；这项由 10 多间教
会和机构参与的事工正如火进行。愿主亲自保守带领。

总题目：归回天上的家园 ！大会主题歌：我知所信是谁

5 月 10 日周四晚 7:30 恩雨堂培灵会 ：分别为圣，与主同行；

5 月 11 日周五晚 7:30 恩典堂培灵会：与主相连，同被建造；

5 月 12 日周六晚 7:00 恩雨堂布道会：人生由何而来 ？

5 月 13 日周日下午 2:00 主恩堂主日敬拜布道：人生当归何
处 ？

11. 加拿大华神课程【辅导与关怀事工（教牧）】5 月 21-26 日（周
一至六，含延伸制和硕士班)将在恩雨堂举行，讲员是麦耀光博
士。5 月 26（六）晚 7：30 有公开讲座【教会的关顾和辅导事
工】。教会鼓励长执同工和有志于关顾事工的弟兄姊妹积极参
加。有意者请尽快向林关青弟兄报名。

12. 恩福堂与本堂将于暑期(8/24-8/26)合办青少年退修会，因需要
统计人数以利筹备工作进行，有意愿及能够参加者，请与李义
赐联系。

图书室讯息

《一个星期五的六小时》

Lucado, Max 路卡杜/ G LU YGX

在属灵溪流中漂浮的人面临会什么危险？慢慢地

漂流，慢慢地脱离主流，迷失到未知的水域。信仰的

流失多半也是逐渐的；没有每天注意查看指南针、没

有略为修正自己的航向、没有好好查验自己的装备，

最糟的是竟然忘记把锚定好，于是不知不觉中，突然

发现自己已颠簸在暴风雨的巨浪中。

本书是一项工具，帮助你如何将生命的锚下在十架能力之源的深

处，抵挡人生任何的狂风巨浪。

 图书室开放时间 :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

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

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，就更要藉着

祂免去神的忿怒。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，且藉着神儿子

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；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。

(罗马书 5:8-10)

上周 奉献/聚会 纪录

常费 1194.72 宣教 建堂 合计 1194.72

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：101 成人：69 儿童/少年：32

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：44 人

心得·建议·代祷

(如有建议或特别代祷事项,请您写下交给司事同工)

 虔 卑 敬 拜 

宣召
我的神、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。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！

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！耶和华本为大，

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 诗篇(Psalm)145:1-3

司会

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

 赞 美 敬 拜 

诗歌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；主是我万有（387）；

与主更亲近（398）
会众

宣告 使徒信经 The Apostles' Creed 会众

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

 

读经 太（Mt）16：13-20 会众

证道
I will build my church

我要建立我的教会

Dr. Kenzo
翻译：方向群牧师

回应诗歌 宝贵十架 会众

圣餐 基督徒

献诗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恩雨诗班

 奉 献 回 应 

奉献 历代志上（1Ch）29：11、13 会众

 关 怀 相 交 

宣告 主祷文 Lord's Prayer 会众

颂赞 三一颂 Doxology 会众

祝福 Dr. Kenzo /方向群牧师

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

 事 奉 团 队 

讲员 Dr. Kenzo 下周 马超传道

司会 梁帜下周 徐永忠

司事 林关青/张蔚下周 李立/宋秋香

领诗 王长发/吕强/隋洁下周 胡海涛

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

新人接待 胡海涛/叶美华下周 梁帜/李舒平

餐勤 王静/谢文清下周 张晓春/许艳珠

儿童主日学

少年主日学

成人主日学

刘芳晓/吴惠钦/海亮/张俭

陈诗元

属灵争战与圣灵充满

下周

王静/朱玢/陈诗元/刘伟豪

徐永忠

基督超越所有

http://www.fungclass.net/S_paul/34/
http://www.fungclass.net/S_letters/01/


《荒漠甘泉》12 月 22 日
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」（圣经

士师记六章 13 节）

有时，过度的悲哀压伤我们，夺去我们一切的平安，把我们投

入毫无盼望的深海里；「残忍」一直嘲笑那一颗信靠的心，直到它

渐渐的疑惑说： 「到底天上有没有一位看见这一切的神呢？这一切

是不是祂所许可的呢？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

事呢？」

亲爱的啊，你何必这样发急呢？你当信靠那绝无错误的、智慧

的、公义的神；那经历髑髅地的，「大声喊….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

什么离弃我」 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46 节）的，将陪伴你行过死荫

的幽谷。 ── 选

我们常以为临到我们的患难是主忘记我们、不关心我们的凭据。

哦，亲爱的朋友啊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当我们不信的恶心和基甸一

样说：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」那时，

魔鬼就乘机前来欺骗我们说：「神已经忘记你了；神已经弃绝你了。」

其实， 你遭遇的患难，只能叫主更亲近你。患难并不是来隔离你和

主的，乃是来使你更靠近主。 ── 选

什么时候，才是我们放弃自己，完全交托神的时候呢？乃是亲

友都弃绝你，似乎神也弃绝你了的时候。

朋友啊，让我们来享受神乐意赐给我们的亮光和安慰，让我们

所寻的，不是祂的恩赐，乃是祂自己；虽然祂有时把我们投入信心

之夜， 我们仍愿在苦闷的黑暗中努力前进。 ── 选

《荒漠甘泉》12 月 23 日
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」（圣经列王纪上十九章 7 节）

神怎样对待祂疲乏的仆人？给他好东西吃，给他甜蜜睡眠。以

利亚曾行了奇妙的神迹，曾奔在亚哈的车子前头，所以他的身体非

常疲惫； 疲惫的反应就是受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：身体的保重是必

需的。今天许多神的仆人所缺乏的都是睡眠和调养。有许多属灵的

伟人都像以利亚一般── 在罗腾树下求死！啊，听哪，这声调何等

甘甜──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起来吃吧。」── 选

《荒漠甘泉》12 月 24 日
「天将晚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。」（圣经创世纪二十四章 63 节）

我们若有更多单独的时间，就必有更多属灵的长进；我们若少

尝试，多退修，就必有更大工作的效果。我们常以为不做事是懒惰、

是羞耻， 所以我们顶喜欢跑来跑去瞎忙。其实，默想的时候，与神

谈话的时间，举目望天的时间，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时间。这种时间

从不会「太多」的。

这种时间绝对不是虚耗。渔夫坐下补网，你能不能说他虚

耗时间呢？割草者坐下磨刀，你能不能说他虚耗时间呢？我们应该

常学以撒的样子， 从热闷的生活中出来，到田间去默想。我们所过

的是热闹的生活、喧噪的生活、忙碌的生活，能常与大自然接触的

话，确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。田间散步，海边闲游，能使我们心

中充满新的喜乐和盼望。 ── 选

《荒漠甘泉》12 月 25 日
「他们………心里喜欢。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」（圣经使

徒行传五章 41 节）

神允许试炼临到信徒，并不是随便的一回事。神必须先有慎密

的选择和再三的考虑。许多信徒在舒服中过日子，实在是被神放在

一边， 因为神认为他们还不够资格受神的训练。许多信徒在患难中

过日子，实在是被神拣选，因为神认为他们配受祂的试验。

亚伯拉罕和以利（撒母耳记上二章 12 节）都是老年的父亲，都

有自己的爱子。神向亚伯拉罕要以撒；不向以利要何弗尼、非尼哈。

为什么神不放过亚伯拉罕，而宽容以利呢？原因是神看亚伯拉罕配，

以利不配。亚伯拉罕在凡事上顺服神，所以神把一个别人不能担当

的试验加在他身上。以利平时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（撒母耳记

上二章 29 节），所以神认为他不配受神的试验，于是任凭他去。

配者的遭遇似乎顶苦，然而结果是：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

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

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

听从了我的话。」（创世纪二十二章 17、18 节）。不配者的经过似

乎顶舒适，然而结果是：「日子必到， 我要折断你的膀臂，使你家

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……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。那未灭

的必使你眼目干瘪、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 你

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作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

必一日同死。」（撒母耳记上二章 31、33、34 节）。 －－选

每日七分钟，活动补给站

1，圣经时间：全家人一起读【马太福音六 25~34】，复习圣经故事。

2，诗歌欢唱：复习本季教过的诗歌。

3，金句时光：用生日快乐歌的调子唱本周金句，【不用为明天忧虑】

唱两遍，再接【一天的难处】和【一天当就够了】。。

4，优点轰炸：用一句话赞美家人。

5，精心时刻：说说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。

6，感恩列车：感谢周围照顾我们的人。

7，祝福祷告: 家人轮流分享感谢天父每天供应我们所需，要知足

常乐，随时可分享神在这些事的带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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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日崇拜中请关闭或灭响手机 谢谢您的理解和合作 

 本堂长期异象:效法基督,与神同行 

 2018 年度主题:装备信徒,建立小组,活出盼望 

 2018 年度事工重点 - 建立 

 本周经文 
太（Mt）16：13-20

 本周金句 
提前（1Ti）3：14-15

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

你。倘若我耽延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

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

理的柱石和根基。

http://www.enyualliance.org

